
第 1041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0310411017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11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0310411017 圖幅資訊 9521-2-083 乾峰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18360.36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230483.87  N:2657863.12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12/06/2014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2/18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第三河川局 查報日期 04/10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私有土地整地，土石堆置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1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0710411001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11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0710411001 圖幅資訊 9418-2-057 翁公園 

參考地籍 翁園 變異點面積 4735.92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190863.68  N:2501986.80 

前期衛星影像 (SPOT5) 

拍攝日期 (01/22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SPOT5) 

拍攝日期 (03/05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03/31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經勘查為未經許可進行整地之行為，因現場並無發現行為人等，故擬函請

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列入巡防取締重點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11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0710411007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11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0710411007 圖幅資訊 9518-3-015 北村 

參考地籍 鹽埔 變異點面積 3496.55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210323.04  N:2513373.48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1/06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SPOT5) 

拍攝日期 (03/05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第七河川局 查報日期 03/31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經查為未經許可進行整地之行為，因現場並無發現行為人等，故擬函請高

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列入加強巡防取締重點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0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0310402002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0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0310402002 圖幅資訊 9521-3-054 下勞胥 

參考地籍 渡船頭 變異點面積 11004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207997.24  N:2666469.08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12/07/2014) 

後期衛星影像 (SPOT5) 

拍攝日期 (03/15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第三河川局 查報日期 04/20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現場有被民眾整地過痕跡，但無種植跡象，目前僅有雜草叢生，擬加強本

區巡防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2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22002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2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22002 圖幅資訊 9722-4-020 漁光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570.12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23741.48  N:2760530.64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2/13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4/16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5/13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104 年 5 月 12 日現場勘查初步認定係爭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大粗坑段九

芎坑小段 57 地號附近，涉嫌整地舖設水泥地面（詳照片），本局擬函請新

北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2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22004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2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22004 圖幅資訊 9722-4-029 坪林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3215.74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21497.69  N:2758480.93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2/13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4/16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5/15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104 年 5 月 12 日現場勘查初步認定係爭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水聳淒坑段

水聳淒坑小段 69-21 地號附近，涉嫌整地（詳照片），本局擬函請新北市政

府本於權責卓處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22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22005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22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22005 圖幅資訊 9722-4-050 碧湖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815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24601.70  N:2754327.01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2/13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4/16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5/12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經查係爭疑似變異地點為新北市坪林區九芎林段倒吊子小段 13-3 地號附近

（整編前為碧湖段 13-3 地號），本局己於 104 年 3 月 18 日水臺管字第

10402007600 號函請新北市政府卓處在案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0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03003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03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03003 圖幅資訊 9722-4-031 小坑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1263.3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01927.23  N:2755163.71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2/21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4/15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6/23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1.衛星變異點勘查:97 座標(x:302758,y:2754960 附近)新北市新店區平廣

段 6-298 地號附近勘查,現地勘查似有整地及建物之情形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23006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23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23006 圖幅資訊 9722-4-042 烏來(一)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1556.62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04987.12  N:2753272.20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4/15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6/19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7/17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1.衛星變異點勘查:97 座標(x:305818,y:2753068 附近)新北市烏來區忠治

段 723 地號附近勘查,現地勘查似有整地之情形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23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23007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23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23007 圖幅資訊 9722-4-042 烏來(一)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1423.02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04535.51  N:2752763.13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4/15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6/19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7/17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1.衛星變異點勘查:97 座標(x:305366,y:2752559 附近)新北市烏來區忠治

段 476-7 地號附近勘查,現地勘查似有整地之情形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0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04004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0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04004 圖幅資訊 9722-4-039 石槽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5521.21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21981.80  N:2755344.39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1/23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7/02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8/18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經現場勘查疑似變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九芎林段石（石曹）小段 111-1

地號附近（TWD97 座標：X322798、Y2755191），涉嫌整地（詳照片），本局

擬函請新北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。 

現地照片  

 

  



第 104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24004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2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24004 圖幅資訊 9722-4-018 磨石坑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2005.16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19911.68  N:2760834.74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4/16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7/23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9/17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104 年 9 月 15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坑子口段上坑子

口小段 102-1 地號附近,涉嫌整地設置擋土牆,本局擬函新北市政府本於

權責卓處.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24005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2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24005 圖幅資訊 9722-4-019 樟空子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1175.92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22859.22  N:2760893.22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4/16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8/11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9/16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104 年 9 月 15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大粗坑段大粗坑小

段 44-14 地號附近,涉嫌開挖整地,本局擬函請新北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在

案.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24006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2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24006 圖幅資訊 9722-4-019 樟空子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4824.88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21967.30  N:2763071.61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4/16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8/11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9/16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104 年 9 月 15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大舌湖段樟空子小

段 4-14 地號附近,涉嫌開挖整地,本局擬函請新北市政府本於權責卓處.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24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24010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24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24010 圖幅資訊 9722-4-029 坪林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3976.81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21536.46  N:2758383.11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4/16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8/02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09/16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104 年 9 月 15 日現場勘查疑似變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水聳淒坑段水聳淒

坑小段 179-2 地號附近,涉嫌開挖整地設置擋土牆,本局擬函請新北市政府

本於權責卓處.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0410405010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0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0410405010 圖幅資訊 9520-1-094 竹子腳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10160.45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234546.72  N:2628461.93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4/29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SPOT6) 

拍攝日期 (08/03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第四河川局 查報日期 10/21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1.本案經前往現場勘查係遭整地情形，本組業已製作現場取締紀錄並依規

定查處中。 

2.文呈閱後擬存查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  



第 10405 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405007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405 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405007 圖幅資訊 9622-1-090 福山(一)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2786.2 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298402.49  N:2741303.01 

前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6/19/2015) 

後期衛星影像 (FORMOSAT2) 

拍攝日期 (09/10/2015)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10/21/201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整地 

內容描述 新北市烏來區福山段 653 地號附近，勘查發現現地似有整地之情形.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
